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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草长莺飞的时节， 你
或许会种植一些花草， 用来装
点居室环境。 有些花卉本身有
毒， 人们出于好奇一旦触碰或
误食， 会造成严重后果。 有些
花卉还会释放一种对人体有害
的气味， 在花丛中呆得久了，
会出现头昏脑胀、 咽喉肿痛等
症状。

含羞草 含羞草受儿童喜
爱， 它似有灵性， 只要用手轻轻
一碰， 枝叶马上垂下， 令人惊奇
不已。 可是， 若人们频繁接触
这种花草， 会引起毛发脱落。

杜鹃花 杜鹃花又叫映山
红， 其中黄色杜鹃花中含有四
环二萜类毒素， 中毒后会引起
呕吐、 呼吸困难、 四肢麻木等
症状。

夜来香 “夜来香” 香气
袭人， 夜间香味尤其浓重， 可
是， 这种花的香气闻得多了，
易使人头晕、 气喘， 甚至引发
心情烦闷， 记忆力减退。 因而
不宜在夜来香花丛前久留。

郁金香 郁金香花中含有毒
碱， 人在这种花丛中呆上两小
时就会头昏脑胀， 出现中毒症
状， 严重者可能导致毛发脱落。

夹竹桃 夹竹桃含有毒性
强烈的强心苷， 其叶、 花、 皮
不可入口， 以防中毒。

一品红 它色彩艳丽， 人
见人爱， 如折断茎枝， 会溢出
滴滴白色的乳汁， 人的皮肤触
及， 容易引起红肿， 误食其茎
叶， 可能发生致命危险。

万年青 风韵雅致， 但叶内
含有强烈的草酸和天门冬酸， 误
入人口， 会导致口腔、 喉咙灼伤。

虞美人 全株有毒， 尤其
以果实的毒性最大， 误食后会
引起中枢神经系统中毒， 严重
的甚至可导致生命危险。

仙人掌 刺内含有毒汁 ，
人被刺后， 易引起皮肤红肿、
疼痛、 瘙痒等过敏症状。

钱伟

给油烟机清洗污垢
厨房是使用频繁的地方， 也

是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清洗抽
油烟机前， 可先开启抽油烟机，
将去污剂喷在扇叶及内壁上， 利
用机器转动时的离心力， 先将软
化的油污甩除， 再将内壁拭净；
而在擦拭灶具时， 应该用质地较
温和的清洁剂， 炉嘴则可用细铁
丝刷去除碳化物， 再利用细铁丝
将出火孔逐一刺通， 并用毛刷将
污垢清除 ， 对 于 灶 具 上 的 油
渍 ， 可在污处涂煤油 ， 擦几下
就干净了 。 陈迹可喷洒油污清
洁液， 然后用报纸或湿布擦。 新
油迹可趁热用干布擦拭。 为了以
后清洁抽油烟机方便， 可在开关
键上覆盖保鲜膜， 并不时更换。
这样， 清洁时只需将保鲜膜拆下
即可， 油渍积存在抽油烟机缝隙
中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

清洁马桶
平时使用较多的马桶， 外表

相对比较好清洁， 但内壁的污垢
却要费上一番工夫。 首先要用洁
厕液清理 ， 若效果不好 ， 可把
“安全漂白水” 倒在尼龙刷上刷
马桶， 几分钟后， 再一面冲水一
面刷。 污迹仍未去除， 应让漂白
水在马桶停长些时间再冲洗。 还
有一种方式， 就是将喝剩下的可
乐倒入其中， 过一小时后冲水就
能有效地冲干净马桶。

地板打蜡美容
无论是复合木地板还是油蜡

实木地板， 清洁时忌讳用湿拖把
直接擦拭， 应使用木质地板专用清
洁剂进行清洁， 让地板保持自然原
色， 并可预防木板干裂。 清洁木
地板后上蜡时， 最好选择喷雾式
的打蜡剂， 容易将蜡打得均匀，
再用软布将多余的油迹擦掉， 以
避免产生亮斑。 涂过蜡的地板不
要急着使用， 应在晚间自然风干。

郑金美

牙膏洗衣更白净 衣服的衣领、
袖口特别脏。 尤其是白色衣服上的
汗渍， 较难清理。 清洗时， 可先将
衣服浸湿， 再在脏处均匀涂上一层
牙膏， 用毛刷轻刷 l-2 分钟， 清水
漂净后再用肥皂或洗衣粉搓洗， 衣
服会显得格外干净白透。

大蒜防止米生虫 在米桶里放几
瓣大蒜， 或者用布、 纸等包些花椒放
在盛米的容器内， 可防虫。

风油精去除不干胶 将风油精浸
透不干胶痕迹， 然后用干净的棉布
擦拭， 不干胶就会脱落了。

胡佑志

自我防护重在手的卫生

俗话说： “病从口入。” 饭前洗
手， 饭后嗽口， 是良好的卫生习惯，
对于预防疾病、 维系健康大有益处。

饭前洗手， 是为了将我们在
工作和生活中接触到的不卫生东
西清洗干净， 以免在吃东西时将
病菌带入体内， 引发疾病。 日常
生活中， 我们的双手要接触大量
的物品， 这些物品上都带有各样
各样的病毒、 细菌和各种寄生虫
的虫卵， 这些有害的物质用肉眼
很难看到。 如果我们用带有大量
病菌的手去抓拿食品， 手及指甲
上的各种病菌就会随食物进入体

内 ， 感染上肠炎 、 痢疾 、 伤寒 、
肝炎、 蛔虫病等消化道传染病。

吃完饭后， 食物残渣难免停留
在牙齿间隙之中。 如果饭后不能及
时漱口、 刷牙， 时间长了， 牙齿间
隙中残留的食物就会在口腔内发
酵， 产生大量的细菌和酸性物质，
从而腐蚀牙齿， 导致口腔疾病或牙
周炎、 龋齿等牙病， 影响身体健
康， 严重者还可引起全身性疾病。
因此， 正确的漱口、 刷牙时间应是
每次吃完饭后半小时之内， 并且最
好每三个月更换一次牙刷。

杨吉生

赏花观草防伤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
心主任医师任南介绍， 感染性疾病
在临床中比重越来越大。 一般说
来， 感染按病原体获得的地点可分
为医院感染和社区感染， 医院感染
的病原体耐药性比社区感染要强，
但近些年发现， 社区感染的病原体
耐药性也越来越强， 或许是病人、
探视者将病原体从医院带到了社
区。

任南指出， 感染性疾病的传播
途径， 主要有空气传播、 飞沫传播、
接触传播， 其中接触传播是最常见
的途径； 按感染的病原体类型来分，
主要有细菌性感染和病毒性感染。
在探视患流感的病人时， 因为流感
病毒可通过飞沫传播， 病人宜戴口
罩， 探视者也应该戴上口罩防护。
对于一些有特殊管理的感染， 比
如， 人感染 H7N9 病毒可飞沫传
播， 病人必须戴上口罩； 又因为病
人需要单独隔离， 所以视频探视就
行了， 不一定要到病床现场探视。

出于礼节， 去探视病人时往
往会握手问候， 这就可能传染病
原体。 如果探视者又有扶扶眼镜、
挖挖鼻孔、 搓搓脸等习惯， 就很
容易把病原体带到脸上 。 其实 ，
握手之后最好是克制自己双手 ，
不摸来摸去， 而且进门之前宜用
医院的速干手消毒剂洗手， 探视
完毕也宜再次洗手。 现在医院几
乎每间病房都配备有速干手消毒
剂。 任南说， 探视者也可能自己
携带一些病原体， 如果探视者自
己有感冒的症状， 最好避免探视

病人， 实在不能避免， 应戴口罩
进病房， 手消毒之后再握手， 握手
后出病房再消毒。 当然， 在医院探
视病人最好不要握手， 像古人一样
打拱手致意也许更健康。 如果是进
入重症监护病房探视， 由于患者病
情较重， 为避免交叉感染， 医院也
会要求探视者戴口罩。

当前医院中多重耐药菌较多，
并且这类感染的患者， 在他 （她）
的床单位， 例如病床、 被褥、 栏杆、
床头柜、 呼叫器等等都是被污染的
范围， 那么这些地方就有可能会接
触到病菌， 所以手尽量少接触这些
地方， 更不要靠在或坐在病床上。

此外， 每次探视的人员不宜过
多， 探视病人的时间也不宜过长，
时间长了， 既影响病人休息， 又增
加了病原体传播机会， 一般以十几
分钟为宜， 最多不要超过半小时。
至于探视者带上鲜花、 水果探视，
主要是看患者对花粉过不过敏， 如
果患者免疫力特别低， 则不建议带
鲜花进入病房。

任南表示， 老人、 小孩抵抗
力较低， 去探视高血压、 心脑血
管患者没关系， 但是不宜探视传
染病、 呼吸病患者； 孕妇抵抗力
正常， 但有些病毒会对孕妇胎儿
造成影响， 也不建议孕妇去探视。
在医院内部， 像电梯扶手、 电梯
按纽， 对医务人员、 患者、 探视
者、 陪护者影响不大， 主要是每
个人养成卫生习惯 ， 经常洗手 ，
做好自我保护， 确保健康安全。

本报记者 梁湘茂

生活小窍门

长沙市民王先生听说朋友住院后， 就
带上鲜花到病床探望。 回家后， 他洗手，
换衣裤， 但总感觉会被传染。 专家指出，
探视病人时， 进入病房前、 出病房后都要
勤洗手， 最好用医院配备的速干手消毒剂
消毒， 以防互相传染。

饭前洗手 饭后漱口


